
即日起，綦江区区长民营企业专线电话（023-

48678000）正式开通，主要负责听取和处理民营企业

向区政府反映的投诉请求、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等事

项。欢迎拨打区长民营企业专线，服务时间为：工作

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00。

去年5月，“全国最美家庭”评

选揭晓，三角镇大湾村许世芳家庭

喜获殊荣。

时光回转到21年前，1998年夏

天，许世芳年迈体弱的婆婆生了一

场怪病，行走不便，生活难以自理，

经医院鉴定为“帕金森病”，时常需

要人照顾陪护。面对突如其来的

变故，许世芳没有退缩，她说，就算

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将婆婆

治好，让婆婆安度晚年。

每天给婆婆喂药、泡脚、按摩、

擦洗身体，一日三餐在保证足够营

养的同时，将食物打成汁，一勺一

勺地喂给婆婆吃……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许世芳凭着一股韧劲，把

婆婆照顾得妥妥帖帖。

令人欣喜的是，在许世芳的精

心照料下，婆婆的身体迎来了好

转：精神饱满、皮肤光鲜、衣着整

洁，身体基本康复，与正常人无异，

生活也能自理了。“媳妇胜过女儿，

是媳妇给我带来了全新的生活。”

今年已经92 岁高龄的婆婆逢人便

夸。

许世芳照顾婆婆的事迹在当

地传为佳话。在她的影响下，全村

邻里互敬、家庭和睦，民风愈加淳

厚。2010年10月，在乡亲们的信任

支持下，许世芳担任大湾村党总支

部书记。

近年来，大湾村在她的带动

下，有了一系列发展变化：12 公里

村公路得到硬化，修建了20余公里

人行便道，11 口山坪塘得到维修。

村支两委积极向上级争取项目资

金，维修引水渠道近10公里，整治

土地 700 亩，还筹资安装管道解决

了全村饮水难问题。

该村大力发展产业，以产业兴

农。2012年以来，引进种植大户发

展苗圃 300 多亩，动员村民发展优

质稻 300 亩、辣椒黄豆等其他经济

作物约500亩，全村21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有19 户走上了产业脱贫的

道路。

除了这些，许世芳还有一个身

份--区人大代表。多一重身份就

多一份责任，自1997年许世芳被推

选为綦江县人大代表以来，她严格

要求自己，认真履职发挥代表作

用，入户倾听民意，关心留守妇女

儿童和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为他

们做代言人。同时积极参与区、镇

人大组织的调研接访活动，多次提

出重要的建议和议案并被镇政府

和相关部门采用。她说：“人大代

表，就是要从点滴做起，不忘初

心。” 通讯员 蔡向阳

许世芳

孝老爱亲好儿媳 脱贫致富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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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报圆桌会
嘉宾：

蔡 罡 “蓝屋顶”违法建筑集中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

唐勇红 文龙街道代家岗社区党委书记

“干”字当头 “实”字为先
——整治“蓝屋顶” 提升城市颜值访谈之三

本报记者 成蓉 整理

加大力度宣传、摸清底数情况、解决实际困难……“蓝屋顶”、彩钢棚、晴雨篷集中整治如火如荼推进，面对情况

复杂、困难重重的实际情况，全区上下坚定信心决心，强化担当作为，以务实的举措推动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切实提升城市品质。

推动整治工作不断深入，各个具体落实单位、社区有哪些好的经验做法？整治工作具体推进情况如何？本期綦

报圆桌会邀请“蓝屋顶”违法建筑集中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文龙街道代家岗社区负责人进行解答。

居民自行拆除“蓝屋顶” 记者 赵竹萱 摄

如何推进镇人大工作常态化

制度化，高效发挥基层地方国家权

力机关的作用？近日，区第二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主任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镇人大主席团工作

常态化制度化运行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立

足镇人大主席团职权，切实围绕工

作制度化、履职常态化、作用发挥

高效化等重点，明确细化了各项工

作的运行。

规范建设

加强基层人大规范化建设是

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一

环。该《意见》提出，镇人大主席团

设置、活动阵地建设要规范。

该《意见》明确，镇人大主席团

由 7—11 人组成，主席团成员不得

担任行政机关职务；要设立镇人大

办公室，配备专职主任以及1-2名

专兼职工作人员。

各镇人大要按照有场地设施、

有制度上墙、有工作台账、有展板

公示、有代表活动的“五有标准”，

建立完善镇“人大代表之家”和村

（社区）代表工作站，搭建代表群众

联系平台，探索制定考核评价机

制。

完善制度

镇人大主席团职能职责要明

确。根据该《意见》，镇人大主席团

负责筹备、召集和主持镇人民代表

大会会议，负责确定会议召开日

期、通过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拟

定会议各种草案提请审议和表决、

确定候选人名单和组织大会选举

等。

在闭会期间，镇人大主席团每

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会议。会议议

题要广泛征求意见，会前要认真开

展调研，会中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

办法，会后要加强跟踪督办。

丰富活动

人大代表是人大工作的主体，

该《意见》提出要合理组织代表活

动，积极开展“两亮三访”活动。镇

人大主席团要结合实际制定代表

活动计划，代表活动每年不得少于

4次；要建立镇人大主席、副主席和

镇政府领导联系镇代表、镇代表联

系原选区选民并定期述职的“两联

一述”制度；要利用“人大代表之

家”和人大代表工作站，常态化开

展人大代表“两亮三访”活动。镇

人大主席团要积极利用专题培训、

会议培训、代表小组活动等，组织

代表学习宪法、组织法、代表法、选

举法等法律法规和人大制度以及

经济、科技、互联网等方面的知识。

“镇人大主席团工作常态化制

度化运行，将有力推进镇人大工作

规范化，依法、有序、务实、高效发

挥基层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

用。”綦江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

人说。

区人大出台意见

进一步规范镇人大主席团工作
本报记者 成蓉 通讯员 袁宗海

綦江日报：“蓝屋顶”整治从6月

启动到现在，具体是怎样推进的？有

哪些好的经验做法？

蔡罡：加强学习 错时入户

接受新任务、站在新岗位，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学习，迅速适应

新角色。为了让大家迅速掌握规划

管理法律知识和执法程序，区城管局

邀请了法律专家，解读条例、明晰程

序和讲授法律文书制作；同时还组织

业务骨干到潼南、沙坪坝等地，虚心

学习兄弟区县规划管理、违建整治等

的先进做法，迅速适应工作要求。

此次集中整治行动由区城管局、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双牵头，古南街

道、文龙街道具体组织实施，区级各

职能部门协同配合。为保证违建整

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区城管局在机关

选派了6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

的科室负责人，分别担任6个社区违

建整治工作小组的组长，牵头开展整

治工作。

工作组放弃周末休息时间，错时

入户宣传调查，利用早晨、午间、晚上

以及业主可能在家的时间，分社区、

网络逐户调查取证，宣传政策；社区、

工作组及时组织召开业主大会，宣传

工作方案，解答业主疑问，为违建整

治工作广泛营造氛围。

为了全面、及时掌握动态情况，

集中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每日通报

城区违建工作推进情况，并报送区委

区政府相关领导。

唐勇红：强化宣传 分工配合

从 6 月 10 日起，代家岗社区书

记、主任分别带领社区干部、居民小

组长、网格员会同区城管局、区规划

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分小组划片

区，从早到晚，不分昼夜实地勘察，走

访收集登记信息，在两周内摸排查清

了社区违建居民194户，为后期开展

拆除整治“蓝屋顶”打下坚实基础。

7月初社区根据工作安排，分别

召开居支两委、小组长、网格员、党

员、居民代表、居民院坝等宣传动员

会，利用社区宣传栏、电子显示屏、小

喇叭，就提升綦江城市品质，整治“蓝

屋顶”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广泛宣传，

发放宣传资料 2000 余份，号召居民

参与和抵制违章搭建。

7月中旬组织召开部分涉及居民

户工作动员会，对市政府文件精神，

区政府整治部署，以及相关政策法规

进行宣传，并对此次整治的时间要

求，自行拆除补贴、拆除后房屋补漏

补贴政策进行了解读。

代家岗社区成立了以文龙街道

驻居领导为组长的“蓝屋顶”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分别设立了“政策咨询

解释组”“拆除安全警戒组”“档案资

料收集组”“违建测绘图像采集组”

“后勤保障联络组”，各组各司其职，

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保障“蓝屋顶”整

治工作有序开展。在摸排过程中，为

了切实解决部分居民因屋面漏雨违

建“蓝屋顶”后并未居住在此，登记信

息不完整，联系困难的问题，社区通

过计生、社保系统、驻居民警、周边邻

居、亲戚朋友多方打听、查找确定信

息联系。

綦江日报：截至目前，整治工作

推进情况如何？下一步如何推进？

蔡罡：不断推进整治工作向前

“蓝屋顶”违法建筑集中整治领

导小组办公室拟定了《綦江区“蓝屋

顶”、彩钢棚、晴雨篷集中整治工作方

案》，制作完善了《自拆承诺书》《协拆

承诺书》《自拆安全责任书》《施工安

全工作方案》《拆除补助申请表》《验

收登记表》等相关工作资料，参与制

作了“蓝屋顶”、彩钢棚、晴雨篷集中

整治的宣传资料、宣传通告，并通过

媒体平台、宣传车、发放宣传资料等

方式广泛宣传。

通过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截至

6 月底，已完成先行集中整治区域

1112家违建户摸排工作。8月底前，

将完成古南街道遇仙桥社区、文龙街

道母家湾立交片区集中整治，指导协

助违建当事人做好屋顶防渗应急处

理和其他善后工作，试点改造屋顶绿

化等工作。此外，其他区域将采取

“联系区领导+街道社区第一书记”包

片的方式持续推进，确保2020年6月

底前城区存量屋顶违建整治率达到

100%。

唐勇红：扎实做好工作点滴

目前，社区对本次整治的133户

已全部联系上，已签承诺书99户，已

拆除40户4258.44平方米，已拆除验

收完毕提交补贴申请13户。

此次“蓝屋顶”整治工作得到了

群众积极支持配合，其中，大石路一

业主专程从打工地赶回来，现已拆除

整治完毕；青龙街一业主因妻子怀孕

原本不愿动家里一砖一瓦，但在多方

协调下已拆除完毕。成绩的取得也

离不开社区工作人员的努力。图像

资料采集员居民小组长黎梅，冒着近

40度高温，一天上下顶楼20多趟，随

叫随到；安全警戒员袁维会，虽已60

多岁有时早上6点就到岗，晚上8点

还在坚守，同样微笑面对；政策咨询

的工作人员声音嘶哑了，含着润喉片

仍然耐心接待解疑释惑，为居民出点

子、想办法。

下一步，社区将一如既往深入细

致工作，多为居民着想，多为居民服

务，确保圆满完成“蓝屋顶”整治工作

任务。同时建立完善监督管理机制，

做到日巡查、周报告、月总结，建立居

民举报奖励制度，弥补巡查空档，避

免“蓝屋顶”反弹。

靓丽綦城（资料图片） 通讯员 李青 摄

人 大 视 窗

日前，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妇女干部深入街镇，走访慰问部分困难女烈

属家庭，为她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烈属们非常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

表示会积极健康地生活，自觉弘扬社会正能量。 通讯员 王永玉

1—6月，我区为2489家企业社保降费减负11362.19万元。其中因费率

调整降费3603.48万元，小微企业养老保险降费3270.02万元，困难企业五险

降费4488.69万元。 通讯员 张平贵

近日，笔者从第五届渝南黔北历史文化研讨会会议方案征求意见座谈会

上获悉，第五届渝南黔北历史文化研讨会将于2020年上半年在綦江举办。

通讯员 王凤琳

近日，由遵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和綦江

区文博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素园诗草》注释本研讨会在贵州桐梓召开。

诗人侯树涛的《素园诗草》共收录了《宿观音桥》《宿赶水》《抬观音《拉肥猪》、

《九盘子怀熊旅长》等反映渝南黔北地域特色及风土人情的诗歌151首。

通讯员 周铃

近日，退伍老兵韩应军向东溪镇柴坝学校，捐赠了1200余册图书和10

台电脑。韩应军曾在柴坝中学读书，于2001年入伍，退伍后在广州创立了

自己的公司，今年4月，他偶然得知母校图书少，办公物资紧缺，便联系柴坝

学校提出捐赠。 通讯员 徐颇

本报讯（通讯员 杨玲宵）“现

在，我们村有了法律签约顾问，干

起事来心头更有底气了。”7 月 30

日，在安稳镇“一村（社区）一法律

顾问”签约仪式现场，观音村村主

任唐义说。

当天，该镇 15 个村、社区与律

师代表团签订了法律顾问协议。

根据协议，“签约”律师每月一次到

村、社区“接诊”，让群众就近享受

便捷优质的法律服务。依法建立、

完善符合村情、社情的产权明晰、

权能明确、权益保障的经济合作组

织制度等，为土地股权流动和转让

提供法律咨询服务。通过开展法

治宣传、法律咨询、参与人民调解、

提供法律服务，提高群众法律意

识。

安稳15个村社区签订
“一村一法律顾问”协议


